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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月日本韓國12天赏樱之旅$1800 (包機票 团费 門票 小費)
3月休斯頓牛仔節、新奧爾良狂歡節3-6天$388起
7月國慶日相約阿拉斯加遊輪$899起
9月/10月雲南兩山西遊記團$268

美西 、美東 、黃石折扣高达47%
德州团最高折扣15%  佛州、郵輪最高折扣12%

東方快車 西藏 新疆 埃及 坎昆 北極光 中南美州 豪華遊輪

機票回 越南/上海$0元

太空中心門票$18   
台灣 日本 韓國 新/馬/泰 (買一送一)  中國簽證$170 
江南團 台灣來回機票$399   
代理Viking遊輪 Gate1旅遊 Globus旅遊 廉价机票 

3-4月12天南北越柬埔寨$2900+ (日本/韓國/泰國/江南)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上海日本團$868(全包價) 暑假回國機票$625起

- 孟晚舟手銬加腳鏈
- 特朗普被爆婚外情
- 原創 | 你是我今生

最大的依靠美南微信天天看美南微信天天看
今日之美國    今日之話題

掃碼速享資訊新視界

運輸車洩漏1 噸巧克力
《飛馳人生》：韓寒自我
的經歷投射

中國城德州撲克俱樂部
日日有比賽 天天有大獎
中國城德州撲克俱樂部
日日有比賽 天天有大獎

地址: 852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346)701-7834 
網址: www.bellairesocialclub.com

每晚7點鐘開始。   耐心， 膽量，於運氣的較量！
俱樂部提供免費美味晚餐
三月之前免收DAILY FEE
本俱樂部還提供麻將機

最少 $1500.00 美元 比賽大獎

（綜合報導）在被爆曾
有種族歧視行為引發風暴的
第二天，民主黨籍的維吉尼
亞州長諾譚（Ralph Northam
）2 日加大力道捍衛自己的
政治前途，推翻前一天的說
詞，表示他並未購買1984年
的醫學院畢業紀念冊，個人
頁面上引起軒然大波的那張
照片，非他本人；同時也再
度堅拒辭職。

從2018年上任來施政一
帆風順，並爭取到亞馬遜第
二總部進駐的諾譚，正面臨
政治生涯最大危機，民主黨
領袖一面倒希望諾譚辭職；
而非洲裔副州長費爾法克斯
（Justin Fairfax）接任州長的
呼聲很高。

諾譚承認，他年輕時曾
拿種族問題來開玩笑，例如
，曾在年輕時參加一場舞會

，把臉塗黑模仿美國已故樂
壇巨星麥可傑克森（Michael
Jackson），但從不曾穿過3K
黨的白袍。

他說，那張引起爭議照
片裏的3K黨白衫人並不是他
，他也無意辭職；他也說，
在 1 日前，他從沒看過這張
照片，因為他並未購買畢業
冊。

維 州 地 方 報 紙 Virgin-
ia-Pilot1 日取得諾譚 1984 年
在東維吉尼亞醫學院的畢業
紀念冊，在諾譚的個人專頁
上，有張帶有嚴重種族歧視
色彩的兩人並排照，左邊一
人把臉塗黑，站在一名身著
3K黨白袍者身邊。

諾譚 1 日曾表示，他是
其中一人，併為此道歉；但
他在 2 日的說明會上推翻先
前的說法。

諾譚的道歉未能平息這
場風暴，維州州議會非裔黨
團稍後發佈聲明希望州長辭
職，因為‘對（諾譚）領導
能力已失去信心’。

民主黨主要領袖也重話
批判諾譚，前副總統白登
（Joe Biden）指諾譚已失去
道德信用，應該立即辭職；
國會衆院議長波洛西在諾譚
記者會前推文表示，該張照
片與美國基本價值相左，
‘我和我的維州民主黨人呼
籲諾譚州長為州民做正確的
事’。

維州兩位國會參議員華
納 （Mark Warner） 和 肯 恩
（Tim Kaine）也在 2 日表態
，希望諾譚辭職；全國有色
人種促進會（NACCP）和
多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也呼
籲諾譚辭職。

諾譚再拒辭 否認穿過3K黨白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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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2015年，三名美國年輕人在
巴黎列車上遇到持槍恐怖襲擊，他們立即見義
勇為，制伏了攜帶大量武器的歹徒。法國為了
感謝他們的義舉，決定授與他們法國公民的身
分。

2015 年 8 月 21 日，3 名 20 初頭的美國年輕
人史賓塞‧史東(Spencer Stone )、安東尼‧薩德
勒（Anthony Sadler）、亞歷克‧史卡拉托斯
(Alek Skarlatos)他們在歐洲旅遊，當天上午，他
們搭上大力士高速列車(Thalys )，正從阿姆斯特
丹前往巴黎，這三人都是兒時好友，而且都很
有正義感，其中兩人還投身軍旅。 正巧遇到激
進份子持自動步槍意圖劫持這列火車，他們立
即迅速採取行動，並在歹徒的步槍卡住後，與
之搏鬥終於制伏了攻擊者。

這個事件立即使3人成為法國國民英雄，法
國總統歐蘭德親自頒發 「榮譽軍團勳章」(Le-
gion of Honour)給3人，名聲傳回美國老家小鎮
後，小鎮在他們回國時，特別舉辦英雄遊行。

法國政府似乎認為，光是授與榮譽勳章還
不足以感謝3人的勇氣，決定授與法國公民的身

分，使他們既是美國人，也是真正的法國人。
法國駐舊金山總領事埃曼紐‧勒布倫-達米

安(Emmanuel Lebrun-Damiens)說： 「今天，我
代表法國很自豪地歡迎你們加入法國這個國家
，我們有著豐富歷史、文化，也需要3位傑出人
物的經驗來豐富法國。」

三位巴黎火車英雄當中，史卡拉托斯是俄
勒岡國民警衛隊成員，史東則是美國空軍救難
員，在巴黎火車事件期間，史東有效的發揮他
學到的急救專業，為列車傷員提供必要的幫助
。

史東在星期四的入籍儀式上說： 「我們從
小就一直覺得，冥冥中似乎一直感到此生與法
國有某種聯繫，才會想要去那裡旅遊，沒想到
這一連串的經歷，使這個國家向我們敞開懷抱
，真是太榮幸了。」

這三人的故事，還被名導演克林伊斯威特(
Clint Eastwood)相中，改拍成電影 「1517巴黎列
車」(The 15:17 to Paris)，電影完整還原他們的
經歷，而且就由他們本人來飾演自己。

2015巴黎列車後續 3名勇者授與法國公民身份

（綜合報導）長久以來，染色體決定了人類等哺乳動物的性
別。不過，2002 年澳洲國立大學教授（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葛拉芙姿（Jennifer Graves）提出論文，主張 「Y染色
體將在500萬年後消失」，令舉世為之震驚，擔心人類可能無法
繁衍，從此學界爭議不斷。

不過，據《日本經濟新聞》報導，人類未來會如何發展，或
許生活在日本奄美大島等地的刺鼠可以提供參考。儘管奄美刺鼠
失去了Y染色體，但仍能繁衍雄性後代。北海道大學教授黑岩麻
里指出，日本原生的刺鼠不僅稀有，還是預測人類未來的重要物
種。

哺乳動物的性別由X和Y性染色體組合決定，通常XX型為
雌性，而XY型為雄性。Y染色體上帶有誘導精巢發育的 「SRY
基因」，被視為雄性的性別決定基因。

不過，奄美和德之島刺鼠無論雌雄，都出現了不可思議的進
化，只有1條X染色體。儘管SRY基因已經消失，但仍能繁衍出
雄性。

黑岩為了解開謎團，藉由從奄美刺鼠尾巴上提取的細胞，來
解讀雄性與雌性基因組。她發現了只有雄性刺鼠才有的基因序列
，打算確認其中是否存在決定雄性的性別基因。由於刺鼠是日本

的天然遺產，不能用來做實驗
，因此她以家鼠來代替。

實驗時，她先將雄性奄美
刺鼠的特有基因序列植入家鼠
的受精卵，使家鼠生出幼崽。
接著從幼崽中選出帶有奄美刺
鼠基因的雄性，與雌性家鼠交
配。如果生出的後代中存在性
染色體為XX型、但為雄性的
個體，那她發現的序列中很可
能包含決定雄性性別的基因。

除了刺鼠外，還有其他生
物染色體在面臨危機時，也會
出現變化，可以作為參考，那
就是蛙類。廣島大學準教授三
浦郁夫等人與瑞士及美國研究
人員合作，分析了28種赤蛙的性染色體基因，研究了新染色體
基因隨著進化而發生的變化。

三浦推測， 「當陷入雌性過多等威脅物種存續的狀況時，可

能藉由這種交換，來保持雌雄比例的平衡」。不過，人類到目前
為止，從未出現過性染色體的交換，但是假設Y染色體出現可能
消失的危機時， 「常染色體就可能進化為性染色體」。

（綜合報導）日本首相安倍晉三4日與德國
總理梅克爾在東京的首相官邸舉行高峰會談，
雙方針對在安保、經濟領域上加強合作，簽署
保護機密情報協定等達成協議。

梅克爾是日歐經濟夥伴協議(EPA)2月1日生
效後首位訪日的歐洲領袖，在全球保護主義抬
頭，美中貿易摩擦之際，兩人也確認了維持自
由貿易體制的重要性。

梅克爾繼2016年訪日出席志摩伊勢峰會後
，時隔3年訪日，4日晚間在首相官邸與日本首
相安倍晉三舉行高峰會談。英國邁向脫歐使歐
洲局勢不安，日本急欲與在歐洲經濟影響力大
的德國深化關係。

安倍在會談一開始表示， 「全球保護主義
擴張，英國準備脫離歐盟之際，日德在世界所
擔負的責任越來越重大。(梅克爾)在日歐EPA剛
生效後隨即訪日，是為日德強化經濟關係以及

推動自由貿易發出強而有力的訊息。」
梅克爾則表示， 「日本是 G20 的議長國，

與德國一樣都是基於原則，代表秩序的國家，
俄羅斯對日、歐而言是鄰國，日德與中國的關
係密切，我們(日德)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兩人在會談中同意，隨著日歐 EPA 的生效
，兩國將在經濟面強化關係，促進在人工智能
(AI)等尖端技術領域上的合作，同時將合作促成
6月在大阪舉行的G20高峰會的成功。

德國近年來重視對大陸的關係，但德國也
擔心尖端技術外流的問題。梅克爾和安倍同意
簽署保護機密情報的協定，使兩國間交換軍事
機密和反恐等情報更加容易。

梅克爾將於5日返德，5日預定拜會日皇和
皇太子。這次與梅克爾同行的德國企業幹部也
預定與安倍進行懇談。

日德將簽署機密情報保護協定雌雄變變變 日本刺鼠預示男性大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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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經典科幻影集 「星
際爭霸戰」(STAR TREK)當中，人類
有著許多神奇的科技，其中 「複製機
」著實令人印象深刻，它可以製造一
切的物品，在一陣光束的照射下，不
管是食物或是工具都能出現。現在加
州柏克萊大學(UC Berkeley)的科學家
，創造了真實的光波複製機。

科學警報(Sciencealert)報導，現在
的 3D 列印機被視為當代的複製機，
成為產業科技的新革命，確實很了不
起，3D列印機通過逐層堆疊來完成工
藝，但是對於較大的物品，製造過程
可能需要數小時甚至數天。

現在柏克萊大學的科學家找到了
另一條捷徑：可以利用光線來加速製
造物品的速度，這可能會徹底改變未
來的製造技術。他們已經自己的研究
成果，發表在著名的 「科學 」雜誌
上。研究人員當中顯然有科幻迷，他
們將自己的發明暱稱為 「複製機」
(replicator )， 這 個 字 源 出 於 STAR

TREK當中，顯然是 「星際爭霸戰」
致敬。

其實，它與現行的 3D 列印機相
比，更像是計斷層掃描（CT）儀，會
先透過從多個角度掃描物體來建構3D
圖像，然後用雷射光將其投射到特殊
合成樹脂當中，樹脂暴露於某些強度
的雷射光時，就凝固成型，然而特定
地點的光束前後樹脂材料都不會硬化
。

他們目前已經可以完成小尺寸樹
脂模型，根據示範影片，這台複製機
能在兩分鐘內，製作出著名雕藝家羅
丹(Auguste Rodin)的 「沉思者」小雕
像。

不過，目前還不到星際爭霸戰那
麼萬能，現在的複製機也需要材料，
就是合成樹脂，而且產生的物體還很
小。

然而，這一切都是開始，光線可
以協助製作物品，這真的很類似科幻
世界。

向STARTREK致敬！ 科學家做出用光構建物體的複製機

（綜合報導）日本新潟十日町市15日起將舉辦 「十日町雪祭」，4日在製造雪像的2名工作人員被突然崩塌的雪
像掩埋，1名70歲男性被救出後依然昏迷，沒有生命跡象。

十日町雪祭的 「雪上嘉年華會」會場4日下午1點半左右發生製造中的大雪像崩塌事件。這座高10公尺、寬5公尺
的火焰型繩文土器雪像突然崩塌，大量的雪壓在2名男性工作人員身上。兩人送醫急救後，70歲男性性命垂危，40多
歲的男性輕傷，沒有生命危險。

十日町市3日開始下雨，4日氣溫升高，最高氣溫達9.3度，與3月下旬的氣溫差不多，也創下2月的最高溫紀錄。
下雨加上氣溫突然升高，新潟地方氣象台3日已發出雪崩警報。當地警察還在調查詳細的事故原因。

第70屆 「十日町雪祭」將從15日起舉辦3天， 「雪上嘉年華會」是雪祭主要的活動，去年約有1萬3千人造訪。
雪祭實行委員會5日將開會討論今後的對應。

（綜合報導）針對 「川金會」與
「習川會」可望接連在越南峴港登場

，有國關學者就直言，美方看準大陸
亟欲達成貿易協議的心態，反而 「借
力使力」打出 「北韓牌」，反將北京
一軍；進可讓北京施壓平壤，迫北韓
加快無核化進程，退則推遲貿易戰休
戰期，直擊大陸痛點。

「川金會」地點敲定後，究竟何
時舉辦，眾說紛紜。正當各界關注之
際， 「富士電視台」則率先披露舉辦
時間點。該日媒指出， 「美國與北韓
政府，將以這個月25日為主軸，在越
南峴港舉辦川金會，而且已經進入最
終調整階段。」

由於《南華早報》昨報導，美國
總統川普與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也
正在考慮27至28日在越南峴港舉行會
晤；換言之，年後 「川金二會」與
「習川會」將先後在越南登場。

值得一提的是， 「川金會」與
「習川會」可望接連登場，對川普而

言，兩件事綑綁在一起，華盛頓正好
可以利用 「北韓牌」，反而倒打大陸
一把，而美方自己則成為陸美朝三方
最大的贏家。

美方盤算是，看準大陸亟欲達成
貿易協議的心態，把平壤角色拉進來
；進可要求北京配合施壓，加大對北
韓領導人金正恩的壓力，由北京出面
來迫使北韓加快無核化進程；倘若北
京不願配合，川普則可推遲貿易戰的
休戰期，讓大陸進退兩難，作繭自縛
。文化大學政治學系講座教授陳一新
表示，習近平本在打 「北韓牌」，但
現在反為川普所用，2 月下旬習川會
如何進展，美方會先看北韓表現。川
普曾經抱怨大陸從中阻擾美朝在無核
化協議上的談判，若習近平真的在管
控北韓在無核化的立場，讓美朝無法
達成協議，美國看準大陸要經貿協議
，因此將北韓議題拉進來，現在看來
，北韓得在美朝無核化議題多讓步，
川普才會滿意。

美打北韓牌 欲破解陸朝合作
新潟十日町雪祭 雪像突崩塌1人遭掩埋生命垂危

（綜合報導）美國國土安全部轄下的 「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mmigrationandCustomsEnforcement）在2015年於密
西根州成立 「假大學」──法明頓大學（UniversityofFarmington），目的是誘捕涉嫌利用申請大學取得赴美簽證的
「假學生」以及藉此牟利的仲介。至今警方已逮捕130人，除了1人之外，129個假學生都是印度人。印度政府3日抗

議美國執法當局利用 「釣魚」方式逮捕印度假留學生。
法明頓大學沒有校園，沒有任何職員或教授，更沒有開設任何課程，只是一間假大學，然後在網上宣傳招生。網

頁宣稱大學部學費一年8500美元、研究生一年1.1萬美元。
這一招是為了誘捕透過申請假大學入學許可再辦理赴美簽證，但最後並不會就學而是在美國居留及找工作，警方

形容這是 「Paytostay」（付錢居留）。
結果，法明頓大學成功引來8名仲介，他們再到處找生意，結果幫助至少600名外國假學生利用法明頓大學前往

美國。至今130名假學生被捕，被控涉嫌違反移民法，屬民事罪。8名仲介也被捕，被控涉嫌簽證詐欺，屬刑事罪。
美國當局表示，這些繳費註冊的假學生都知道這間學校是非法的。不過印度政府認為，有些學生可能只是被騙上

鉤。印度當局2日已向美國駐德里大使館發出 「外交照會」（Demarche），敦促美方告知關於此案的完整細節，儘快
釋放被捕的學生。

印度抗議美國釣魚執法逮捕129名註冊假大學的印度留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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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前，由西班牙负责生

产的法国茉蒂雅克(Modilac)品牌婴儿

奶粉，疑似被沙门氏菌污染。有关当

局已下令紧急召回该批次生产的共计

40万罐婴儿奶粉。意大利卫生部发布

警示，并敦促法国相关部门提供问题

商品的详细资料。

据报道，法国发布茉蒂雅克品牌

婴儿奶粉遭沙门氏菌污染的消息后，

欧盟成员国卫生部门纷纷发出警示，

提醒消费者引起注意。意大利官方资

料显示，该批次生产的问题奶粉，尚

未批量进入意大利市场。目前意大利

卫生部已采取预防措施，并与欧盟委

员会及法国相关部门进行接触，要求

提供该问题商品的详细信息。

报道称，法国宣布召回的茉蒂雅

克品牌婴儿奶粉涉及18种产品，共计

40万罐。被召回的婴儿奶粉，涉及该

品牌西班牙生产企业2个批次生产的

商品。

法国茉蒂雅克官网已公布被召回

的商品列表。该公司负责人表示，公

司本着负责谨慎的态度对问题产品进

行召回，其召回规模史无前例。购买

该产品的消费者可在指定地点将奶粉

退回。倘若不慎使用了问题奶粉，出

现婴儿腹泻和发烧等症状，建议家长

应及时将婴儿送往医院诊治。

法国公共卫生部门表示，医疗部

门已确认4例婴儿感染沙门氏菌的病

例。调查显示，这些婴儿食用了西班

牙生产的茉蒂雅克婴儿奶粉，或食用

了问题奶粉制作的甜点。目前还有另

外三名婴儿在医疗机构接受检查。

意大利卫生部表示，西班牙生产

的茉蒂雅克问题婴儿奶粉，虽然在

意大利还没有批量上市，但不能排

除非专业渠道进货，或通过网购来

购买该产品。希望消费者能够对问

题奶粉引起足够的注意，确保婴儿

的健康。

据悉，沙门氏菌是常见的食品污

染源之一，通常使用被污染的食品可

引发急性肠胃炎。感染者临床只要症

状为发热、腹泻和呕吐等。

法國召回40萬罐問題嬰兒奶粉
意衛生部發布警示

綜合報導 據報道，澳大利亞總

理莫裏森警告，如果讓反對黨在5月

的大選中取得勝利，澳大利亞經濟

可能陷入衰退。

莫裏森警告，如果反對黨工黨

在5月的大選中勝出，澳大利亞人民

將會面對更高的征稅。此外，他還

誓言，要在5年內制造125萬個就業

機會。

莫裏森指出：“此次達到投票

年齡的選民中，只有半數經歷過經

濟衰退。”

他表示，工黨上臺執政，經濟

必定走下坡，他不想要澳大利亞人

民經受衰退才明白經濟強大的重要

性。

公布的民調顯示，工黨目前以

53%的支持率領先於執政的自由與國

家黨聯盟。

工黨黨魁肖頓 28日表示：“日

復壹日，我們都看到政府不斷出現

新的混亂和不團結的現象……這個

政府危機頻頻，而且，那些較大的

問題並沒有得到正視。”

過去壹個星期，由莫裏森領導

的自由黨與國家黨聯盟有三名部長

表示，不會在來臨的大選中競選席

位，並且會退出政壇。但是，莫裏

森否認政府陷入混亂。

有分析認為，莫裏森翻身的最

佳機會是推廣他在經濟管理方面的

成績，並攻擊反對黨工黨的執政計

劃。其中包括肖頓曾誓言，要為地

產投資者削減征稅和遏止股東獲得

股息的豁免等。

目前，澳大利亞政府在經濟增

長方面的成績雖獲認可，不過，房

地產市場則呈現衰退的情況，而且

薪金的增長也相當弱，為家庭開支

帶來威脅。

澳總理
若反對黨贏得大選
澳經濟恐陷衰退

綜合報導 近日，據俄

權威民調機構——全俄社

會輿論研究中心民調數據

顯示，大多數俄羅斯人

（79%）知曉日本要求俄

向其轉交南千島群島的 4

個島嶼（日本稱“北方

四 島 ”），而近77%的俄

羅斯受訪民眾反對將這4座

島嶼移交給日本。

全俄社會輿論研究中

心總經理瓦列裏· 費奧多羅

夫稱，俄社會擔心“移

交 ”島嶼此舉或將導致

“連鎖反應”。與此同

時，專家們也指出，俄並

不打算移交這些島嶼，僅

對日俄經貿合作的可能性

進行了深入準備。

與此同時，29％的俄

受訪者認為他們的立場

是，千島群島的領土特征問題已得到解

決——它屬於俄羅斯。而10%的俄受訪

者均強調是俄羅斯方面收復了這些島

嶼。僅有14％的受訪者贊成將爭議島嶼

移交給日本，而其中7％的受訪者則突

出強調，國家間雙邊關系和締結和平條

約的重要性。

全俄社會輿論研究中心指出，俄日

兩國在有關南千島群島問題上進行協作

時，為尋找雙方均能接受的解決方案，

已有越來越多的人表示就南千島群島問

題進行持續會談的必要性。需要指出的

是，在2009年，持上述意見的受訪者比

例為35％，2018年已達到51％。

費奧多羅夫認為，人們不明白為什

麽他們應該捐出已屬於俄羅斯的島嶼，

擔心篡改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成果會產生

連鎖反應，並牽扯其他所屬島嶼問題。

對此，俄羅斯社會當前的主要訴求是俄

日談判的進行，而並非盡快達成所謂的

任何結果，從自身利益的角度來看，二

戰結果是有效的，無論如何，這壹結果

均不可被篡改。

相較之下，日本方面對島嶼的關註

度卻呈現下降趨勢，大致在同壹時間段，

《日本經濟新聞》也進行了類似的社會

研究，認為俄羅斯應將所有島嶼歸還日

本的日本受訪者由33%（2018年11月）

下降至27%。此外，還有41%的日本受

訪者贊成歸還4個島中的齒舞和色丹兩

島，這是列入1956年發布的蘇日聯合聲

明中的內容。另有10%的受訪者認為，

日本完全沒有任何權力要求俄羅斯歸還

所屬島嶼。此外，46％的日本受訪者表

示，在領土爭端尚未解決之前，反對與

俄簽署和平條約，而42％的受訪者則支

持締結條約。

2019年1月，俄羅斯總統普京與日本

首相安倍晉三在莫斯科舉行會晤。兩國

領導人重申，將加強兩國經濟合作，擴

大合作發展的潛力。雙方均表示，將繼

續討論和平條約問題，也將就此問題進

行持續磋商。普京認為，有關領土這壹

問題的談判是壹項“艱苦的工作”。俄

日兩國正通過外交渠道制訂下壹次部長

級會談細節，並同意於2019年2月在德

國慕尼黑舉行和平條約外長級會晤。

據俄媒援引前日本外務省官員的話

表示，俄日間就領土問題的談判已持續

了74年，俄日終將能夠找到必要的妥協

方案，不會對俄羅斯聯邦的安全造成

“戰略性損害”。

俄羅斯人民友誼大學戰略研究所

副所長尼基塔· 達紐克表示，日本正

試圖將締結和平條約與領土問題聯系

起來，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試圖利

用各種“工具”，主要是來自信息方

面的政治壓力，並試圖找出壹些弱

點，這已使得俄談判立場被削弱。他

認為，俄羅斯永遠不會向日本移交這

些島嶼，因為這些島嶼不僅涉及地緣

政治和地緣經濟，還涉及聲譽和形象

成本。對俄羅斯來說，締結壹項和平

條約非常重要，而千島群島問題並未

列入討論議程。

俄羅斯近八成民眾不同意
將南千島群島移交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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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預定5日發布
國情咨文演說，今年的主題定調為 「選擇偉
大」（Choosing Greatness），內容聚焦美墨邊
境安全、美中貿易談判最新進展等五大領域
。川普也忍不住預告，演說內容將非常 「刺
激」，呼籲國民密切留意。這番言論引起外
界猜測，他可能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藉
此取得興建美墨圍牆的資金。

川普將於5日晚間發布國情咨文。政府高
層官員日前透露，本次演說將聚焦五大領域
，包括墨西哥邊界非法移民爭議、對大陸和
其他國家貿易談判的最新進展、要求國會批
准 「大幅投資」基礎建設、降低高昂的處方
藥費用、以及對敘利亞和阿富汗等國的外交
政策和行動，以 「讓美國無止盡的對外作戰
畫下句點」。演說除了要描繪 「樂觀、團結
且鼓舞人心的美國偉大願景」，且希望以更
「療癒」的論調，改善與民主黨的嚴重對立

關係。
由於去年11月共和黨在期中選舉表現不

佳，川普近來又因堅持興建美墨邊境圍墻，
與掌控眾議院的民主黨相持不下，聯邦政府
局部停擺也引發一連串混亂，造成他的民調
支持度直直落。川普打算利用這次絕佳機會
，好好 「擁抱團結」。據白宮1日公布的國情
咨文內容摘錄，川普將呼籲， 「只要團結一
致，我們就能打破數十年來的政治僵局、消

弭過去的分歧，讓舊傷口癒合，建立新的聯
盟，規畫新的解決方案，並開啟對美國未來
的非凡承諾」。白宮官員也稱，川普 「將提
供1個機會，要嘛就是合作幹些豐功偉業，要
嘛就相互對抗、一事無成」。

此外，本次國情咨文預料也將觸及近日
委內瑞拉大選亂局、2月底美陸峰會（ 「川習
會」）、美朝峰會（ 「川金二會」）、敘利
亞撤軍計畫等重要外交活動。川普是否會再
次透露競選連任意願，也是外界關切重點。

川普1日被問及是否會在演說中宣布國家
進入緊急狀態時，他賣關子表示， 「下周、
在我有所動作之前，我們將邁出一大步，宣
布國家緊急狀態的確有利這個過程。我會說
，請大家仔細聆聽國情咨文，我想你們會覺
得很刺激。」外界解讀，他可能藉此機會宣
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讓他得以繞過國會，
用 「非典型」手段下令興建美墨邊境圍牆。

針對即將公布的國情咨文，共和黨策士
瑞德建議，川普最好別在國情咨文中重提移
民議題，因為 「不管他喜不喜歡，政府關門
就是會讓他在政治上成為輸家，因為這傷害
了很多人」。眾院多數黨民主黨領袖霍耶則
表示： 「我們應該保持禮貌，不過川普的演
說向來是在煽風點火，他也不該對反對派的
反應感到意外。」

恐宣布緊急狀態 下令建美墨圍牆 美國情咨文 川普保證很刺激

（綜合報導）伊隆馬斯克(Elon Musk)提
出雄心萬丈的火星殖民計畫，打算以正在開
發的巨型星艦火箭(Starship rocket)，運送大量
的人員前往火星，然而他最近修改了目標，
決定先去難度較低的月球試試身手，畢竟他
已經答應日本富豪，要一趟月球旅行了。

未來主義(futurism)報導，馬斯克的推特說
了一些他的新想法，主要是SpaceX猛禽火箭
引擎( Raptor)的新細節，這款巨大的火箭引擎
，就是安裝在龐大的星艦號火箭上。馬斯克
在推文中說： 「期望製造具有200公噸推力的
發動機，以盡快到達月球。下一版本的推力
會提升到250噸。」

然而，他原本的想法是打算直接去火星
，顯然他現在修正了自己的太空計畫進度。
馬斯克在回應網友 AlexTheChemist 提問 「你
一路走來的這些經驗，現在覺得火箭發動機
的設計是更容易或是更難？」結果馬斯克沒
有正面回答，而是自嘲著說： 「好吧，我過
去的錯誤確實顯得自己非常愚蠢(extremely

dumb)，尤其是我錯誤地認為我很聰明。」
馬 斯 克 的 火 箭 計 畫 是 有 一 些 挫 折 ，

SpaceX在德州研發中心所樹立的星艦火箭不
鏽鋼外殼，在 1 月 23 日被當地的強風所吹倒
，雖然這枚火箭還只是個鋼構外殼，但是無
疑的會拖慢研發時間，而且也讓所有的太空
行業們都看見一個需要被重視的問題：巨型
火箭如何抵抗強風。

馬斯克當然希望去火星，但是火星旅行
的難度很大，而目前預算有限。今年早些時
候，SpaceX解雇了約10％的員工， 作為 「戰
略調整」的一部分。畢竟，發射數千顆衛星
，並且開發巨型太空船的成本很高。此外，
SpaceX已承諾日本億萬富翁在星艦號上環游
月球。

但是這也不意味火星旅行就擱淺了，如
果月球旅行能夠成功實現，並成為有效的產
業，那麼有了成熟的技術的資後的 SpaceX，
仍然很有機會前進火星。

馬斯克承認自己愚蠢 決定擱置火星先去月球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真的好開心，終

結數周孤單老人生活，這回他真的要回去位在佛
羅里達州的海湖莊園（Mar-a-Lago）度假了，而
他放假第一件事就是重返高爾夫球場好好打上一
桿，專家笑稱，海湖莊園就像川普的心靈之家，
每個人都對他說 「你好棒」，對比冰冷的白宮，
他真的需要回去取暖一下。

與民主黨的南部邊境圍牆經費之爭暫時休兵
，加上中美貿易第二輪談判甫落幕，川普終於可
以稍微喘口氣。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
導，川普的假期首選就是回到佛州海湖莊園，與
第一夫人梅蘭妮亞（Melania Trump）度過愜意、
愉快的周末，並且重回高爾夫球場上小試身手。

川普2日迫不及待在推特放上與高球傳奇球星
「金熊」尼克勞斯（Jack Nicklaus）、老虎伍茲

（Tiger Woods）的合影，宣告假期開始。
CNN指出這是感恩節以來，川普首次踏上海

湖莊園旁的高爾夫球場，也是他任內第167次進入
該球場，報導說川普的假期模式相當固定，周五
下午離開令人心寒的華盛頓，周日晚餐時段再回
白宮，而在海湖莊園的這段時間行程也很固定，
早上去俱樂部打高爾夫球，午餐在那兒和朋友享
用漢堡，傍晚在院子裡待著，有時候去參加婚禮
或慈善晚會。

不過這次重回海湖莊園，意義非凡，因為不

久前他才取消聖誕新年假期，為了讓民主黨同意
撥款興建美墨邊牆而留守白宮，他在平安夜自嘲
是白宮孤單老人，之 後又接受福斯新聞（Fox
News）專訪，稱自己留守白宮好幾個月，但媒體
立即打臉，他留守的時間實際上只有政府關門的
這三周；另外正當川普打破上任以來最久未打高
爾夫球的時間紀錄時，那些聯邦政府雇員也正經
歷史上最久的政府停擺期，被迫無薪工作。

著有《海湖莊園：透視川普總統宮殿內的權
力運作》（Mar-a-Lago: Inside the Gates of Power
at Donald Trump's Presidential Palace，暫譯）一書
的作家利默（Laurence Leamer）指出，川普自稱
在白宮沒朋友，因此他更愛回海湖莊園了，因為
那裡有最熱情的粉絲支持他，等著接受邀請成為
晚宴座上賓，一般民眾則會每天守在莊園入口等
待向他揮手。

要成為海湖莊園會員所費不貲，除了入會費
20萬美元，之後每年還得繳納14,000美元年費，
不過入會後的報償也很驚人，報導說至今至少有4
人被川普安插進外交人員職位，而這些人都會是
川普的忠實擁戴者。

利默說，海湖莊園就是川普創造出來的心靈
之家，對比白宮的冰冷，在這裡不管他走到哪，
都會有人告訴他 「你好棒！」

圍牆戰休兵！川普回同溫層取暖笑嗨嗨

（綜合報導）美陸貿易戰談判期限迫在眉睫。繼上周大陸國
務院副總理劉鶴與美國貿易代表萊海澤領軍的部長級談判落幕後
，香港媒體3日報導，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川普正考
慮於本月27日至28日在越南峴港四度會晤，預計雙方將繼續推
動解決兩國貿易爭端。

香港《南華早報》引述消息人士報導，上周川普在華府會見
大陸貿易代表團時表示，他很期待與習近平 「會面一、兩次」，
以敲定貿易協議。大陸外交部未透露會議相關細節，僅強調 「習
主席願意透過各種管道與川普總統保持聯繫」。在 「習川會」前
，本月美國貿易代表萊海澤和財政部長穆努欽也將前往北京，為
兩國領袖見面預作準備。

據大陸外交專家推斷，本次 「習川會」雙方可能同意延長休
兵，此外也可能降低部分現行關稅。外界預測，除貿易爭端外，
與大陸電信巨擘華為相關的科技戰、習近平是否將正式對美進行
國是訪問、兩國在南海的糾紛等也將是雙方討論焦點。

美國《華爾街日報》
上月底披露，陸方代表團
於 1 月 31 日在白宮橢圓形
辦公室會見川普時，建議川普結束2月底在越南的美朝二次峰會
後，轉往海南島與習近平會面。川普同日表示，與陸方任何的
「最終協議」都將待他與習近平會晤後達成。他對美陸達成 「有

史以來最大的協定」抱持樂觀態度，也相信習近平準備就經濟政
策作出重大改變，包括向美企開放市場，以及購買更多產品。

美媒報導，川普的顧問曾對陸方提議的會晤地點表示質疑，
力勸川普在第三國會見習近平。因為他們認為，川普經常稱習近
平為 「朋友」，一旦雙方決定會晤，會前造勢活動與外界對雙方
達成協議的期望都會非常高漲，如果在大陸領土會晤，更是如此
。屆時川普若想在3月2日將陸輸美商品關稅由10％提高至25％
，將會面臨巨大阻力。

去年12月初阿根廷的G20峰會中，美陸雙方達成貿易戰休

兵90天的協議，迄今又歷經兩輪貿易談判。上周萊海澤指雙方
已在談判協議的起草階段，大陸新華社則形容，雙方代表在談判
中有非常真誠、具體、建設性的討論，預示達成協議的前景相當
樂觀。

美陸雙方努力達成貿易協議的同時，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柯茨
在最新的 「世界威脅評估報告」（Worldwide Threat Assessment）
中，將美陸關係描述成 「全球性意識形態對決」，指陸方宣揚
「威權資本主義」（authoritarian capitalism）以對抗西方自由民

主，宛如長達數十年的冷戰翻版，且不會隨貿易戰結束而平息。
這種看法可能造成未來美對陸的態度更趨強硬。

習川會2月27日越南峴港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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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彩春節加碼8億 這樣投注CP值最高

(綜合報道）內政部今天公布 107 年底工作
年齡人口占比為72.52%，占總人口比率創近10
年新低，顯示扶老負擔加重。對照國發會去年
預估，人口紅利2027年將消失，更凸顯台灣少
子化與高齡化問題嚴重。

內政部今天表示，截至 107 年底，我國戶
籍登記人口為2358萬8932人，其中15到64歲的
工作年齡人口為 1710 萬 7188 人，占總人口的
72.52%，為近 10 年新低。而老化指數自前年 2
月起破百後，去年底攀升至112.64。

根據內政部統計資料表示，截至 107 年底
，我國戶籍登記人口為2358萬8932人，其中15
到64歲者計1710萬7188人，占總人口的72.52%
；65歲以上者343萬3517人，占14.56%；0到14
歲者有304萬8227人，占12.92%。

觀察近10年人口結構趨勢，內政部指出，
0到14歲的幼年人口比率受少子化影響，由97
年底的16.95%逐年下降至107年底的12.92%，10
年間減少4.03個百分點；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

率因平均壽命增長逐年上升，由 10.43%升至
14.56%，10 年內增 4.13 個百分點；而工作年齡
人口比率則由72.62%升至101年底的74.22%高峰
後，逐年下降至 107 年底的 72.52%，為近 10 年
新低。

另外，內政部表示，老化指數由 97 年底
61.51逐年上升至106年2月起破百後，107年底
續攀升至112.64，代表意義為每百名幼年人口所
當老年人口為112.64人，指數10年來增51.13。

關於老化指數，內政部說明，老化指數是
老年人口對幼年人口的比，當老年人口大於幼
年人口時，指數會大於100。

內政部指出，107年底老化指數低於100的
縣市有新竹市（69.34）、新竹縣（75.47）、桃
園 市 （75.72） 、 台 中 市 （84.06） 及 連 江 縣
（96.07），其餘縣市皆超過 100，並以嘉義縣
（202.38）最高、南投縣（158.46）次之、雲林
縣（157.20）居第3。

台灣少子又高齡 工作年齡人口占比10年新低

（綜合報道）監察院東翼
二樓走廊懸掛一個很不起眼燈
箱，但卻被去年才到任的監察
院副秘書長劉文仕發現其中隱
藏的數字密碼，意外揭開監察
院古蹟修復的歷史巧合。

監察院老建築在日治時期
原為台北州廳廳舍，光復後雖
歸為監察院辦公處所，但靠近
喜來登飯店的 2 層樓建物，在
精省前由省政府漁業局使用，
精省後行政院規劃把房舍移撥
給監察院，最後由內政部於
2000 年 7 月確認准予無償撥用
。

在漁業局辦公房舍移撥給

監察院以後，監察院正式依文
資法規範進行建物修復。劉文
仕發現懸掛在東翼二樓走廊的
燈箱明確記載工程施作時間為
2000年11月到2001年9月，巧
合的是，當時內政部長，就是
現任的監察院長張博雅，劉文
仕則是內政部主管古蹟業務的
民政司長。

燈箱上的施作時間，成
為揭開監察院古蹟修復歷史的
數字密碼。為了古蹟修復需要
，當時擔任內政部長的張博雅
還特別派劉文仕與時任內政部
主任秘書、現任監察院主任秘
書的傅孟融，率團赴大陸考察

，並前往蘇州瞭解白牆黑瓦的
建築特色及古蹟修復技術。

監察院新聞稿中指出，張
博雅在聽完劉文仕解說後隨即
表示， 「從來沒有想到，當年
確認無償撥用，並決定以文資
法規範進行整修，10幾年後，
自己會天天在這裡上班」。

張博雅認為，公務人員主
辦任何公共工程，都應該以建
造自己家園同樣的態度，審慎
嚴謹，不要有任何偷工減料的
想法；因為誰都無法預知，哪
一天自己或自己的親人會使用
到這個設施。

（綜合報道）位在新竹縣新埔鎮的 「雲夢山丘」，將於農曆春節期間舉辦 「花鳥溫泉季」，2
月6日至17日開放免費入園，民眾可欣賞上萬棵茶花與泡腳溫泉等，來一趟養生元氣走春之旅。

開放免費入園期間，民眾可在雲夢山丘漫步觀賞茶花，計有1100多種、1萬5000棵茶花，也
能走 「百佛道」身心靈養生、泡腳溫泉、看孔雀、五色鳥等，體驗園區八大景點。

業者表示，民眾可在新春期間至雲水觀，每天上午11時至12時30分、下午1時30分至2時30
分開放擲茭祈福，只要連續擲3次聖筊，即可獲得福氣錦囊金幣1枚，擲1次或2次聖筊，可獲平
安米。

此外，2月6日大年初二將請到新竹縣田屋北管八音團至園區演奏，演出時間與地點分別為
上午11時10至20分在雲水觀前方，11時40分至12時30分在蘭花園前方演奏。

園區內也有47個樂活貨櫃市集，銷售有機蔬果、在地農產品、茶花、天然檜木手工皂、柿
餅等，園區餐廳內也提供新鮮食材製作的多樣美食，邀民眾春節期間入園走春、遊玩。

為慶祝新春豬年2月6日上午11時15分在雲水觀將發送限量200個開運祈福紅包，由新竹縣
長楊文科、前新竹縣長邱鏡淳、范振宗與台開集團董事長邱復生共同發送，內含福氣金幣與美金
紙鈔，象徵一元復始，萬象更新，一整年好福氣、好運氣。

監察院古蹟修復 不起眼燈箱揭開歷史巧合

豬年走春 竹縣新埔鎮花鳥溫泉季免費入園

（綜合報道）台中市今晨又發生酒駕造成
兩死嚴重車禍，長期關注酒駕議題的親民黨立
委陳怡潔在臉書發文表示，將續推車輛加裝
「酒精鎖」的立法，駕駛需呼氣通過測試，才

能發動車輛。
台中市大里區國光路今天清晨發生酒駕累

犯開車撞死兩名機車騎士的悲劇。陳怡潔稍早
在臉書發文表示，必須承認，台灣真的有一群
人罰不怕、關不怕，透過刑罰嚇阻這些人的效
果已經逐漸遞減，因為他們可能連自己的命都
不在乎。未來，她會持續推動加重酒駕刑罰、
酒駕累犯終身隔離，讓酒駕者盡可能的與社會

隔離、受到應有的懲罰。
陳怡潔指出，她也會持續推動車輛加裝與

歐盟車輛安全規範同等級的 「酒精鎖」的立法
。在此法規下，駕駛都需要呼氣通過酒精鎖的
測試後，車輛才能發動，以求最大限度的過濾
掉酒後駕車的可能。

她說，一直以來，道路安全都是她最關心
的議題。酒駕、毒駕、酒後肇逃，是她長期關
注的重點，因為她相信回家唯一的路只有安全
。防治酒駕，是一場包含教育、立法、執法的
全面長期工作，每一個面相都需要大家的努力
，才有可能真正遏止酒駕的惡習。

杜 絕 酒 駕 立 委 陳 怡 潔 推 車 輛 加 裝 酒 精 鎖 立 法

（綜合報道）台灣彩券今
年針對農曆春節，在電腦型彩
券加碼新台幣 8 億元，維持去
年加碼水準，其中以360組100
萬元大樂透 「春節大紅包」最
受矚目。

台彩今年規劃的大樂透加
碼包括自2月1日至2月10日連
開10期大樂透，除了固定開出
1 組 「6 個號碼+1 個特別號」
的頭彩保證 1 億元獎項外，還
會加開 1 組 9 個號碼的獎號，
對中其中6個號碼就能抱回100
萬元。

台彩總經理蔡國基透露，
想要提高 「春節大紅包」的中
獎率，包牌絕對是策略首選。
由於大樂透共49個號碼，最簡
單的7連碰就可囊括其中1/7的
號碼，成本只要 350 元，只要

中固定開出的 「6+1」獎號中
的 3 個號碼，就可中 4 注普獎
1600元，報酬率達357。

此外，同一注彩券也可同
時對獎 「春節大紅包」開出的
9個獎號，且若連碰的7個號碼
全部開在加碼的 9 個獎號內，
就可 1 次抱走 7 個 「春節大紅
包」，最高獎金700萬元。

台彩統計，過去 2 年採
「開10中6」的方式開出各630

組、400 組的春節大紅包，共
有10張採包牌方式中大獎，電
腦選號比率約 6 成，單張投注
金額從最簡單的 7 連碰 350 元
至16連碰40萬400元都有，最
高抱走超過583萬元的獎金(因
同組號碼對中需均分)。

根據台彩估算，大樂透頭
彩的中獎機率是1/1398萬，若

是這次9中6的玩法，中得100
萬元的機率是 1/16.6 萬；但若
選 7 個號碼投注，不但頭彩中
獎機率馬上提高至近 1/200 萬
，中 100 萬元的機率也提高至
1/23782。

不過，投注站業者提醒
，今年 「春節大紅包」比去年
的 400 組略減，彩迷在投注時
得多加注意已開出組數。尤其
是 「開 9 中 6」一天最多開出
84組百萬獎項，實際有人中獎
的組數約40組以上，也就是說
，到了初五、初六的加碼末期
，若累計開出組數逼近台彩提
供的 360 組上限，即使對中春
節大紅包，可能也拿不到 100
萬元，因此要投注得要趁早。

台商助重建寮國偏遠山區學校台商助重建寮國偏遠山區學校
在台中市咖啡界頗具知名度的王信鈞原本是咖啡門外漢在台中市咖啡界頗具知名度的王信鈞原本是咖啡門外漢，，如今已能輕鬆針對不同特性如今已能輕鬆針對不同特性

的咖啡沖泡出好風味的咖啡沖泡出好風味。。他也到寮國經營咖啡農場他也到寮國經營咖啡農場，，看到小朋友在破舊校舍克難求學看到小朋友在破舊校舍克難求學，，號召號召
台商為當地重建小學校舍台商為當地重建小學校舍，，去年平安夜學校落成去年平安夜學校落成。。

桃機桃機XX光機防疫檢查上路 陳吉仲視察光機防疫檢查上路 陳吉仲視察
桃園國際機場桃園國際機場22日上午啟用日上午啟用XX光機進行中港澳旅客手提行李的防疫檢查光機進行中港澳旅客手提行李的防疫檢查，，農委會主委陳農委會主委陳

吉仲前往視察表示吉仲前往視察表示，，透過透過XX光機的掃描檢查更精準光機的掃描檢查更精準，，也加快檢查速度也加快檢查速度，，他給他給9090分以上的高分分以上的高分
。。

核電不延役遭批 蘇貞昌核電不延役遭批 蘇貞昌：：過去政策錯誤過去政策錯誤
經濟部拍板核電廠不延役經濟部拍板核電廠不延役，，遭批忽視民意遭批忽視民意。。行政院長蘇貞昌行政院長蘇貞昌22日出席台灣工藝之家協會聯日出席台灣工藝之家協會聯

展開幕受訪表示展開幕受訪表示，，沒有不尊重以核養綠公投沒有不尊重以核養綠公投，，因為過去政策錯誤因為過去政策錯誤，，到現在核廢料無處去到現在核廢料無處去，， 「「這這
是事實困難是事實困難」」 ，，未來會努力推動再生能源未來會努力推動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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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天辦公 請電話預約:

(713)772-0300 / (832)863-8882

專精一般跌打痛症
專精治理/

＊坐骨神經疼痛;腰痛;落枕
＊足踝扭傷;扳機指
＊足跟骨剌;骨裂;風濕關節痛
＊膝關節炎;肘關節痛
＊足癬病;牛皮癬

[ 匯琳堂 ]  7001 CORPORATE DR #213A, HOUSTON, TX 77036
A03_SELFWELLNESS匯琳堂謝鸚翰中醫56B_8

中 醫 內 外 全 科  ( 頭 痛  /  失 眠  /  減 肥 )

武術跌打 名醫傳人

(美南銀行後面 / 華埠大廈二樓)

>>>>>

滄洲 孫振環
福建少林跌打師傅 柯金木
名武術家萬賴聲傳人 洪敦耕 教授授徒
謝鸚瀚 中醫碩士主理

新傷老病
一次見效
新傷老病
一次見效
新傷老病
一次見效

：每週一下午二點至四點義診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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